
查。全省共检查 1 436 个单位，有 1 300 多户受到经济处罚。

（六）全省各市地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

活动。各地市在市内主要场所举办了宣传《会计法》展板，

组织会计人员上街宣传《会计法》；邀请省内会计界专家进

行《会计法》专题讲座；市县两级联合行动，张贴标语，出

动了宣传车，开展《会计法》的宣传活动。

二、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方法和考试、评价

机制

（一）精心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2005 年，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共报名 29 354 人，

合格12 834 人，合格率为43.7%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实际报名55 940 人，其中：中级报名 33 686 人，初级

报名22 254 人，考试合格率初级41.19% ，中级16.47% 。

（二）做好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

2005 年，为了做好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工作，省财政厅会同

人事厅及时研究制定了《河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修改制定了新的《河南省高级会计师资

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全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共

报考5 404 人，实际参加考试3 713 人，出考率68.52% ，及

格率48% 。有603 人申报参加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工

作，479 人通过。

（三）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总结、完善分

层施教办法。省财政厅统一组织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

训，采取“按市报名、统一组织、集中培训”的方式，在上

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举办了5 期培训班，在省内进行了两期培训。全

省共培训高级会计人员 1 500 多人。

对初、中级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由省财政厅统一编写

继续教育教材，负责培训师资，市、县负责具体组织。重点

学习了《小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经济组织会计制

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根据行政事业单位的工

作需要，组织专家编写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教材，组织了3 期行政事业单位及金融系统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师资培训。全省共培训初、中级会计人员30 多万人。

（四）改革会计电算化考试方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

级电算化考试。2005 年起，会计电算化初级知识考试工作由

各级会计管理机构直接组织，不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组织考

试。省直属机关每月组织考试一次，合格人数共计 72 627

人。同时，积极开展了中级电算化培训，共培训师资 300 余

人。省辖各市的网上考试程序测试成功，开始全面的中级会

计电算化培训工作。

（五）选拔、推荐财政部首期高级会计人才培训人员。

全省共45 人报名，经过认真筛选，39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财

政部统一组织的考试。经过笔试、面试等，省财政厅农业公

司陈祖友被选为全国第一期高级会计人才学员。

三、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

（一）加强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制定了《河南省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全省共发放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46 444 人。

（二）贯彻执行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

办法》。（1）与监督检查处、省注协会联合召开河南省会计

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大会。制订了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变更

事项报备规范性文本，明确了申报材料的内容，审批程序，

办理时间。（2）开发《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建立了全省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库。（3）全年共审批会

计师事务所39 家，其中合伙所28 家，有限责任所8 家，设

立分所3 家。

（三）加强代理记账管理。转发财政部《代理记账管理

办法》，开展代理记账机构的材料报备工作。全省共审批代

理记账单位69 户。全省共有代理记账单位250 户。

四、探索农村会计管理新模式

（一）继续总结、推广会计集中核算和“村账乡理”工

作。全省已有40% 以上的行政村纳入了“村账乡理”的管

理范围。

（二）以新乡市为试点，对农村会计人员免费进行业务

培训，鼓励农村会计人员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考试。培训

后参加全省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村会计人员50% 的人员取

得合格成绩，为其他市县开展此项工作做了有益的探索。

五、管理会计学会工作

2005 年 8 月，河南省召开了管理会计学会工作会，吸收

10 家单位为团体会员，确定研讨课题22 个。11 月，召开管

理会计学会年会，有85 篇论文在年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河南省财政厅供稿  赵欣执笔）

湖北省会计工作

2005 年，湖北省会计管理工作以营造会计法制建设氛围

为基础，以深化会计人员管理为重点，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

监管为手段，以促进会计改革为动力，以转变政风行风为突

破口，为会计人员服务，为财政工作服务，为经济建设与事

业发展服务，坚持以人为本，创一流业绩，建一流队伍，努

力构建和谐的会计工作环境。

一、营造会计法制建设新氛围

（一）隆重纪念《会计法》施行 20 周年。按财政部有

关文件要求，及时向省人大财经委汇报并积极筹办《会计

法》施行20 周年庆祝事宜，确保湖北省纪念《会计法》施

行20 周年座谈会于5 月31 日在武昌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

有省内专家、学者、知名实务工作者近百人，省人大、省政

府、省财政厅领导到会并讲话。同时，全省各地财政部门也

纷纷举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社会效果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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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泛开展有奖征文活动。为扩大影响，加大宣传

力度，与省会计学会联合在《财会通讯》杂志上开展了有奖

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征文 200 余篇，经过专家评

选，1 篇荣获一等奖，3 篇荣获二等奖，8 篇荣获三等奖。

（三）组织全省《会计法》执法检查。根据省人大的工

作部署，在全省开展了《会计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

《会计法》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的执行情况。检查从 5

月开始至 9 月底结束，历时 4 个月，共自查和抽查单位 1

767 个，检查发现无证上岗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1 267 人，

占实际在岗会计人数的 4.2% ，发现 127 个单位的会计机构

负责人不具备任积资格，有 34 个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总会计

师。还发现有贪污公款、做假账等违法违纪会计人员，吊销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6 人。同时，还查出账外设账的单位 4

个，私设小金库的单位3 个，未按规定保管会计档案的单位

99 个，未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单位 110

个。

（四）制定新制度新办法。根据财政部《代理记账管理

办法》，结合湖北实际，制定了《湖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

办法》。明确规定了代理记账机构的设立条件、审批要求、

行政许可期限以及后续管理。同时，与省交通厅联合制发了

《湖北省公路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办法》，使会计新规章新制度

在全省交通公路系统得到了贯彻落实。

二、开创会计人员管理新局面

（一）切实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管理。根据财政部《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制发了《湖北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

办法》，起草了《湖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开

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调查研究，探索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的措施和办法，编写了有关培训教材，完善了“湖北省会计

人员信息系统”功能，促进全省会计人员管理向科学化、规

范化、信息化发展。

（二）精心评选推荐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6 月初，根

据《财政部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的通知》要

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推荐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的活动，

全省共推荐候选人 19 名。经过专家认真审阅候选人材料，

民主评议，产生了随州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主任张明忠等

5 位候选人。最后，向财政部推荐了 4 位候选人。经财政部

考核评审，张明忠同志被评为全国 20 名优秀会计工作者之

一。

（三）积极推荐全国会计领军人才。9 月，转发了《财

政部关于开展高级会计人才培训的通知》，对高级会计人才

培训选拔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组织专班按照财政部要求对54

人申报材料严格进行资格审查，有37 人合格，其中 30 人参

加了全省组织的专场考试。有5 人接到财政部通知，到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面试，最后确定4 人为高级会计人才，由国家

跟踪培养。

（四）顺利完成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评工作。完成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全省报名参加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人数为56 748 人，合格 36 224，合格率为

64% ；认真组织完成 2005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中级

资格考试。全省报名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总人数

为43 653 人，其中：初、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报考人数分别

为17 346 人和26 307 人；中级当年合格1 363 人，合格率为

17% ，历年累计合格人数为 2 415 人；初级合格 2 705 人，

合格率为20.48% 。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稳步推进，全

省报名参加考试的有 1 286 人，成绩达到全国合格线的有

383 人，达到省线当年参评标准的 724 人，752 人申报高级

会计师，经过预审和破格专审有 12 人不合格，实际送评委

会评审的740 人，评审通过624 人，占送审人数的84.3% 。

（五）着力提高会计人员电算化水平。2005 年颁发会计

电算化初级合格证 19 956 人，中级合格证7 764 人。

三、积累会计师事务所监管新经验

（一）规范审批程序。认真宣传贯彻《会计师事务所审

批和监督暂行办法》。制发了《湖北省会计师事务所审批流

程图》，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认真宣传贯彻 <会计师事务所

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 的通知》。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

的要求，在办公场所公示了《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

办法》和《湖北省会计师事务所审批流程图》，建立了严格

市场准入，加强日常审批监管、落实退出机制的湖北省会计

师事务所审批监督体系。

（二）规范设立条件。根据2004 年对全省会计师事务所

调查的情况，2005 年对符合设立条件的303 家会计师事务所

在《湖北日报》上进行了公告，并对两家未保持设立条件的

事务所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同时审批新设立会计师事务

所24 家（其中分所 3 家），办理 7 家会计师事务所终止手

续，且均在湖北日报上予以了公告。为加大规范设立条件的

力度，2005 年 11月对32 家不符合设立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

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三）强化日常监管。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培训业务骨

干，对全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自查整改，对事务所变更的备

案材料严格审查，不符合条件不予受理，认真及时地处理好

投诉事件，做到有调查、有结论、有处理意见。

（四）健全内部协调机制。2005 年4 月19 日，由会计处

牵头召开了会计处、监督处、条法处、省注协秘书处四家联

席会议，协调财政厅内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工作，形成

了联席会议纪要，明确了厅内各相关处室的职责，保证了会

计师事务所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迈出会计改革新步伐

（一）加速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对接工作。年

初，对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对接工作进行了部署，

并对全省近30 个市县的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对接

情况进行了调研。6 月，联合省监察厅拟定和下发了对接工

作方案，及时向各市、州、县广泛征求对接意见，并将反馈

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9 月，与省监察厅联合下发了《关于

认真做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接工作的意

见》的正式文件，在全省迅速开展对接工作。10 月，就会

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对接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

至年底，在全省 17 个市州中，完成对接的有 9 家，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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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接的有3 家。在 101 个县、市（区）财政局中，完成对

接的有61 家，正在对接的有30 家。省委副书记、省纪委忆

记黄远志在调研时对全省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对接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建账监管成绩斐然。依法建账是《会计法》的要

求，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在荆门、十堰举办试点。从执行情

况看，两市工商、税务等部门积极配合工作，建账监管卓有

成效。

（三）会计信用等级管理试点成绩显著。及时将黄石市

探索会计信用等级管理，促进会计诚信建设的成功做法向财

政部会计司作了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财政部会计司在会

计管理简报中向全国进行了介绍。

五、实现政风行风建设新突破

（一）归并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内容，从2005 年 5 月 1 日

起，将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并入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统一

举行，并按《行政许可法》要求，取消了会计电算化初级培

训合格证。

（二）取消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代理报名点。按照《行政

许可法》的要求，从 2005 年 6 月起，原省直设置的代理报

名点全部取消。

（三）停止和撤消了会计培训机构资格审批。从 2005 年

5 月 1日起，各级财政部门停止审批会计培训机构资格，各

类会计业务培训实行社会化、市场化，财政部门不以任何形

式指定培训机构，已审批的全部撤销，财政部门对从事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机构实行备案管理、公示制度。

（四）公开公示办事程序。6 月初，将会计从业资格、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程序，在省财

政厅机关一楼大厅予以公示。

（五）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印发了《湖北省会计管

理工作量化考核办法》，促进了全省会计管理年度考核工作

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  李佐祥  陈家辉  吴尔军执笔）

湖南省会计工作

2005 年，湖南省会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财政改革中心，

切实加强会计准则和制度建设，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

强化会计监管，增强会计服务，科学管理会计人员，着力推

进会计诚信建设，开创了会计工作新局面。

一、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 进一步加强会计

准则和制度建设

（一）表彰先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贯彻《会

计法》。各级财政部门通过新闻宣传、召开纪念大会、印发

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条幅、开展《会计法》征文等一系列活

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学法、守法、纪念会计法的高潮。省

本级于6 月 16 日在省委礼堂召开了全省纪念《会计法》施

行20 周年大会，各条战线的会计人员 7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和省财政厅主要领导作了重要讲话，

有关专家学者也作了发言。会上还表彰了 50 个会计工作先

进单位和100 名会计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推荐的 5 名会计

工作先进个人参加了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评选。湖南华菱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理、财务总监谭久均被评为全国杰

出会计工作者，湖南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谭宪才被

评为全国优秀会计工作者。

（二）加强了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

至2005 年 10 月底，财政部共发布了包括基本准则在内的 21

个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湖南省会计管理部门深入到省内 40

多家会计师事务所、28 家上市公司和有关高等院校、各会计

学会分会等会计理论水平较高的单位进行调研，形成上百份

调研意见，并先后多次召集部分会计理论和实务方面的专家

进行座谈，对各项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

研究，形成一致意见后反馈财政部。

（三）加强了新会计制度的贯彻落实工作。根据财政处

部的有关规定，《小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等3 个新的会计制度

从2005 年 1 月1 日起实施，为了切实加强3 个新制度的贯彻

实施，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厅联合发出了在全省贯彻实施新

制度的通知，并联合省社科联，组织省内各民间协会、学会

统一集中学习新会计制度。同时，还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制度》等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制度等汇编成册，印制了

4.2 万册，通过各地财政部门免费赠送到乡镇村等基层单位，

为规范基层会计基础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四）以《湖南会计》为平台，广泛开展会计理论的研

究与交流，宣传会计法规和制度，弘扬诚实守信会计职业道

德和准则，推进会计工作健康发展。2005 年，《湖南会计》

共发行了22 期，无偿赠送到各有关部门、单位、企业，对

宣传与促进会计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加强会计人员管理，全面提高会计队伍整

体素质

（一）强化会计从业人员的信息化管理。2005 年全省

有近30 万会计从业人员，其中具有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的会计人员为60 693 人，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

为50 092 人，具有高级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人员为 1 380 人。

为了准确掌握会计人员的各类信息，对《湖南省会计从业人

员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从而使会计从业人员

换证、发证、注册登记、调转登记、变更登记、继续教育，

信息统计等方面更加规范、准确。

（二）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为做好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湖南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2005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同时采取灵活多

样的形式重点加强了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着力提高

广大财会人员的诚信意识，构建诚实守信和谐会计。一是联

合省总会计师协会完成了对全省高级会计师的继续教育工

作，全省共分4 期培训了 1 000 多名高级会计师；二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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